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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是新中国大国外交和多边外
交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多边外交的许多

“第一次”。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
代表团出席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的日内瓦会议，揭开了中国外交史上的
新篇章。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多边舞台
上正式亮相，也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
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过去的60余年，日内瓦见证了中国
逐渐与世界融合并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
过程，经历了中国多边外交从观望学习
到积极进取、从接受和适应国际规则到
参与和引导制定规则的发展历程。

中国在日内瓦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
国际规则制定。日内瓦有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专门机
构。在抗击非典、埃博拉等重大疫情，促
进世界自由贸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增
进气象、通信等专门领域科技交流与合

作，以及制定经济、社会和发展等领域大
量国际规则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自
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为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和加强多边贸
易体制作出了积极贡献。西非埃博拉疫
情暴发后，中国与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
通协调，向疫区国家派出移动实验室、医
疗队，援建诊疗中心，并提供了多轮物资
和资金援助。2006 年和 2014 年，两位
中国人——陈冯富珍和赵厚麟先后成为
世卫组织和国际电联的“一把手”。

中国在日内瓦积极开展人权领域合
作。2006年人权理事会取代原“人权委
员会”，建立了国别人权普遍定期审查机
制，确立了人权领域公正、非选择性、非
政治化、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等原则。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不断推进国
际人权事业进步和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中国已参加 26 项国际人权公约，与近
20 个国家开展人权对话与磋商。2014

年，中国顺利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二轮国别人权审查、联合国对中国履行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审议，增
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成就的了
解和支持。

中国在日内瓦建设性参与国际军控
与裁军谈判进程。裁军谈判会议是全球
唯一的多边军控与裁军谈判机构。近半
个世纪以来，裁谈会及其前身谈判达成
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诸多
条约，构成多边军控、裁军与防扩散体系
的支柱。1983 年，中国第一次在日内瓦
派驻专职裁军事务大使，全面参与裁军
谈判会议工作和有关条约谈判。1996
年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中国
全程参与并发挥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多边
军控条约。2008 年和 2014 年，中国和
俄罗斯先后两次共同向裁谈会提交了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2013 年，
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各方在日内瓦
达成伊朗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向外交
解决伊朗核问题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中国还在日内瓦向世界展示中国梦
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自 2010 年以
来，中国每年在万国宫举办“联合国中文
日”活动，已将其打造成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和展示中国现代形象的品牌。2013
年，中国举办的“感知中国 美丽云南”
文化活动是万国宫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
大型文化活动之一，引起极大反响。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
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回首 60 余年峥
嵘岁月，日内瓦记载了中国大国外交和
多边外交的精彩历程；展望未来，日内瓦
必将继续见证中国携手世界各国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辉煌。

日内瓦见证中国多边外交辉煌历程
许安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
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
组织领导人的角逐场。他们通晓中西方
文化，深耕专业领域多年，深谙国际规
则，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的聪明
才智和组织领导才能，收获了荣誉和掌
声，也让世界对中国多了一份认知和尊
重，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

百年回望，中国人之于外部世界，
经历了从被动卷入、受人欺凌到主动融
入、自立自强的历史演变。一些过去由
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轮流坐庄的国际组
织中有了中国人的位置，无疑反映了国
势衰兴。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从这时起到本世纪初的
30 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
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
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

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
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从 2003 年
开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
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的消息开始不断传
来。2006 年，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成为联合国成立后，第一位出
任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2013
年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
事。2014 年，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
秘书长。

国际组织领导人角逐的背后，是各
国国家实力的博弈。越来越多中国人走
上国际组织领导层，原因在于中国综合
国力的增强以及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近年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
债务危机使新兴国家得以更多、更深入
地参与国际组织。对于世界而言，推动
全球化进程需要中国力量，需要中国的

智慧、经验和人才；对于中国而言，进一
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不断熟悉国际
机构运行规则，在国际组织中学习、增强
规则的塑造、制定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
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然，抛开与自身纵向对比取得的
进展，与 13 亿人口的基数相比，与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国际舞台上
中国面孔目前依然太少，“中国声音”还
不够响亮。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
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
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
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
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
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
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
利条件。但以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
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

合国的秘书处为例，截至2013年6月底，
供职于该机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
员仅有 74 名，远低于联合国列出的 116
人至 157 人的恰当规模，与西方发达国
家人员数量相差更大，中国也因此被联
合国报告称为“任职人员偏少”的国家。
从更大范围看，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
要想获得更多话语权，进而使全球治理
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还是个需
要孜孜追求的长远目标。

要更好融入世界，需要努力做的事
还很多。中国与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
互动，要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其中，
扮演更加丰富多彩的角色。相信随着中
国国际地位的持续稳步提升，会有更多
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岗位。到
那时，中国梦与世界梦将更加相融相通、
相得益彰。

多边舞台上多贡献中国智慧
陈 建

当今世界，医疗卫生同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的关系日益密
切，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影响不断上
升。中国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
作用，同世卫组织有着长期良好合作关
系，通过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
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展
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等，为促进全
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作出了巨大贡献。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双边
援助等形式支援非洲国家乙肝、脊髓灰
质炎、破伤风和黄热病等疫苗，帮助非洲
国家开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特
别是 2014 年，西非地区暴发了史无前例
的埃博拉疫情。在这场人类共同抗击灾
难的斗争中，中国贡献再一次受到世界
瞩目，中非黄金般的情谊再一次熠熠生
辉。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赏
中国为抗击埃博拉疫情发挥的重要作
用，以及对疫区国家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认为中国所做工作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

范，起到了带动作用。
疫情伊始，中国政府就积极响应联

合国和世卫组织的呼吁，充分调动多方
资源，先后提供了多批紧急援助，总额至
少达到 7.5 亿元人民币，覆盖非洲 13 个
国家和联合国、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和
地区组织。中国在疫区三国有大约 700
名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在当地支持并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积极与疫情肆
虐的西非国家一起分享抗疫经验。从

“非典”出现到应对 H7N9 禽流感，中国
通过了一次次疫情“大考”，积累了应对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丰富经验。此次埃
博拉疫情凶猛、形势严峻，中国在严防疫
情进入的同时，也积极与他国一起分享
抗疫经验。针对西非国家公共卫生治理
经验薄弱的情况，中国派出的专家组重
点介绍了中国抗击“非典”和防治 H7N9
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做法。

2015 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其
“对治疗疟疾新药的发现”，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

国本土从事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
科学奖，表明了国际科学界对中国传统
医学的高度认可，以及对中国科研实力
不断成长带来丰硕成果的全面分享。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
拉特就感叹道，“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
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上世纪 60、
70 年代曾经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以
孕妇和 5 岁以下儿童为主的几百万人死
亡。从一棵棵普通青蒿草中提炼出的一
种神奇物质，让人类彻底告别了这一致
死疾病的困扰。根据世卫组织《2014 年
世界疟疾报告》，世界各国尤其是非洲地
区投放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剂量
呈不断增长态势，2013 年全球公共部门
共计投放 1.81 亿剂青蒿素联合疗法，其
中非洲地区就占了1.72亿剂。在非洲大
地，各国卫生官员、医生和患者无不传诵
青蒿素抗疟疾的神奇效果，并称之为“中
国神药”“东方神药”。

中医药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宝贵财
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

医药尚未进入中国的久远年代，中医药
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据世卫组织
及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医药已
传播到171个国家和地区，针灸在103个
国家明确使用，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
达８万多家，海外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
约有 30 万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外国
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了 83 个专门
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和近百个含有中医药
合作内容的双边政府间协议，中医药正
在惠及更多国家的人民。

如今，中国又积极支持在全球、区
域、国家层面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卫生相关目标，特别是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不断拓展医疗卫生合作。世
卫组织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卫生合作领
域的重要贡献，认为中国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了领导作
用，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富有远见，为
新形势下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
的模式，将为国际卫生事业提供新的推
动力，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更大的新
贡献。

中国为全球卫生事业提供新动力
本报记者 陈 建

习近平主席到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这是中国国家
主席的一次相当重要的访问，我们感到非常鼓舞。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期待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就一系列共
同关心的事务举行会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
理事国之一，这将是古特雷斯与一个重要国家领导人会
谈的良好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习近平主席到访，再次表明了中国对联合国多边主
义、对联合国机构工作和联合国大家庭的支持。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联合国大家庭中重要的
一员。中国和联合国在人类发展和裁军等诸多领域有着
密切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寻求共识、作出决策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习主席此次到访联
合国机构将给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只有大家团结
一致、共同努力，国际社会才能战胜困难。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迈克尔·穆勒

2015年9月份，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习主席首
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路线图。“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符合时代进步潮流、极具包容性和前瞻性
的理念，日内瓦之行习主席将对此作出哪些阐述和拓展，
外界抱有极大期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

习主席此次访问说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越来
越丰富，参与引领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在此过程中，
中国国家形象也会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有血有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当前，世界经济治理面临诸多难题，随着中国国家实
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将
扮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的角色，引领建设绿色
和包容性基建项目，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推动新理念和
新合作方式。

——丹麦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江洋


